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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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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海南 自由购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尤梦瑜

梁振君 李艳玫
实习生 王迪妮 通讯员 周炜

离岛免税新政发布的一天内

携程关于海南旅游的搜索量

环比增长超过200%
携程旅游产品的搜索数据显示

广东 山东 上海
陕西 天津 河南
浙江 江苏 北京

对于海南旅游的热情最高

额度提高至10万元

商品种类增至45种
准备好来海南“剁

手”了吗？
6月29日，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
告》），明确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
额度提高至每
年每人 10 万
元，离岛免税商
品种类扩大到 45
种，增加了电子消费品
等7类消费者青睐的商
品。

7月 1日是该政策
实施首日。虽然位于海
口、三亚、博鳌三地的四
家免税店开业时间不
一，但当天各店“开门营
业”的氛围是相同的
——热烈而充满期待。
手机免税了，化妆品可
以买30件了，有酒有茶
买了，10万元额度太豪
气了……当具有含金量
的离岛免税新政拉开大
幕，“剁手一族”的钱包
很难再捂得住。

9年前，国家在海南
开展离岛旅客免税购物
政策试点，如今海南离
岛免税新政开始实施。
时间在变，时代在变，时
局亦在变。站在当下看
未来，离岛免税政策之
于海南的意义与作用也
在不断与时俱变、寻求
更大突破。

7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前往三亚国际
免税城，了解新增酒类、手机等免税商品销
售等有关情况。在位于B区二楼的电子设
备销售区，苹果、华为等品牌的手机、耳机
等产品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前来咨询的
游客络绎不绝。“我对比了苹果官方商城，
免税店里各个型号的价格都比较优惠，我
打算买一部。”来自沈阳的游客高先生说。

“免税购物”的主力军是每年来琼的
大量国内游客。离岛免税新政这一利好
消息发布，第一时间“刺激”国内游客将
目光再度聚焦海南。

海南日报记者从携程了解到，在离
岛免税新政策利好消息发布的一天时间
内，携程平台上关于海南旅游的搜索量
环比增长超过200%。其中，免税店是登
上海南旅游搜索量“热销”的关键词。

“新政策不仅提升了免税额度，还丰
富了免税购物的品类，海南免税价格较
此前更优惠、货品选择更丰富，加上深圳
距离海南不远，以后‘周末来海南扫货’
真是可以提上日程了。”来三亚游玩的深
圳游客张音直言，三亚免税店化妆品价
格同国外机场免税后的价格相差不大。

政策派发的“红包”，也让海南本省居
民幸福感满满。“政策发布当天，我转发到
朋友圈，好多在省外的同学都对我表达了

‘羡慕嫉妒恨’。”海口市民柯明丽说，除了
离岛免税以外，她还期待着有关“对岛内居
民消费的进境商品，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允
许岛内免税购买”的政策进一步出台落地。

消费者摩拳擦掌、“跃跃欲买”，相关行
业企业亦是精神振奋、“整装待发”。

“这几天全员通宵备货上架，抓紧时
间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做好充足的准备
去迎接顾客。”三亚国际免税城B区三楼
的酒类商品销售区一名销售人员说。这
里摆放着20多种酒类品牌，包括路易十
三、轩尼诗、人头马、皇家礼炮等。

“三亚国际免税城作为离岛免税政
策的重要实施企业，为迎接本轮政策调
整，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前期已开展了
系统的开发和调试，积极引进高质量、高
水准的商品，热销商品数量充足，确保消
费者能够购买到心仪的商品。”中国旅游
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
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高绪江说，免税城将加大员工
招募力度，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全面提升
公司软硬件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在高绪江看来，这一政策的落地，将
会直接促进免税店离岛旅客接待量及营
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挖掘更多潜在消费
群体，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免税购物额度增加到每年每人10
万元，会吸引更多中高端消费群体到海南
旅游购物，拉动消费需求升级。”海南康泰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晨表示，“海南
旅游+免税”的未来大有可期。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直言，离岛免税新政的落地，预示着
海南离岛免税消费的进一步升级，并将
带动海南进出港旅客的出行需求。“海航
集团旗下12家航司将于7月6日联合推
出‘嗨购自贸港’产品，该产品将以2000
多元的超值定价，为旅客提供有效期内
不限次海南进出港国内航班乘机权益。”
该名负责人介绍说。

“此次政策调整，可以说是截至目前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力度最大的一次
调整。除了增加额度和品类、取消次数
限制、适用对象年龄从18岁下调到16岁
等诸多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鼓
励适度竞争’。”丝路研究院（海口）首席
专家、院长，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
究院研究员张湧指出，这有望增加运营
主体并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对消费者而
言是个利好。

免税店销售火爆
电子产品受追捧

离岛免税新政自发布以来持续
“吸睛”，聚焦着各方的关注目光。

全球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
（《Forbes》）、全球免税业知名研究机
构Moodie Davitt Report 纷纷对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予以高度关
注，并进行了报道。

“中国推动奢侈品消费回流，离
岛免税额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以上。
此举将推动中国居民这一全球最重
要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未来更多地选
择在本土购买国际知名品牌商品。
中国政府希望在本土推动居民的奢
侈品消费，这将带动全球免税购物行
业继续增长。”《福布斯》（《Forbes》）
对海南自贸港的报道中如是写到。

作为出境大国，我国消费者近些
年来牵动着国际免税市场的格局，称

之为“行走的钱包”并不过火。据统
计，2018年中国大陆出境游客海外
花费2773亿美元，其中海外购物消
费超过1100亿美元，免税渠道占比
为37%。

如何将更多的消费及资金留在
国内？离岛免税政策发挥着不可忽
略的重要作用。

“我相信新的离岛免税政策，会
有效地促进我国居民境外购物的冲
动和热情转向海南，从而有利于海南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上海海关
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胜
强介绍说。

他分析指出，近年来，我国居民
境外购物在境外消费中占有较大的
比重，国家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鼓励吸
引境外购物回流从而带动境外消费
回流，但由于境外所购商品的国内外
差价以及品种和质量等原因，见效不
甚明显。

“此次离岛免税新政，向国内外
表明了国家对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的支持。”黄胜强结合《公告》
内容提到，离岛免税新政除了将购物
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
元外，还将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
种增至45种，并且大幅减少了单次

购买数量限制的商品种类，“这些都
比国家对境外购物的管理政策要宽
松得多。”

借助政策“利剑”，释放消费潜
力，吸引消费回流——这在当下具有
重要意义。

张湧对此有同样的看法。“出
境游当下受到全球疫情的严重影
响，海南免税购物政策的调整很大
程度上会吸引消费回流。”张湧进
一步指出，我国居民是有消费能力
的，国内消费供给没有完全满足居
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制造、中国品
牌的崛起和自贸区、自贸港的扩大
开放，让跨境消费转为国内消费的
潜力非常巨大。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是国家根据
海南发展战略，在充分考虑海南独特
的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和发展思路等
特定前提下制定的特殊政策。国家
给予海南的这一政策，是“量身定制”
的，也是被“寄予厚望”的。

“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将大幅改
善消费者购物体验，释放政策红利，提
升群众获得感，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增强各界对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信心。”6月29日，财政部关税
司在对《公告》进行解读时指出。

此次政策调整，为免税企业在产品
引进、品类丰富、业务发展方面提供了更
大的发挥空间。

高绪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政策的再
次调整为旅游业与免税行业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三亚国际免税城将紧抓政策调整
这一有利契机，调整产品结构及品牌布
局，优化运营管理模式，将离岛免税政策
的红利最大程度释放。

“依托政策的深入调整，三亚国际免
税城将会得到更加快速、稳定的发展。”
高绪江信心满满。

据他介绍，接下来三亚国际免税城
将在以往营销活动的良好基础上，推陈
出新，开展系列精品活动，加大行业联动
力度、丰富产品组合形式，使宣传不断下
沉，精准触达更多旅游消费受众。

据了解，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
限公司计划扩大免税商品种类，积极协
调全球供应商，加强对海南免税品供应
的支持；优化商品结构，引进国际一线高
品质、高水准的产品，以满足岛内外居民
游客高端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更加丰
富多样的全球产品。

在这一火热形势的“催促”下，各旅游
服务商平台也趁热推出定制产品和服务。

据携程三亚区域产品部门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方便消费者旅游购物，携程围
绕离岛免税新政策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
服务，提供酒店、接送机、租车包车、门票玩
乐、购物、导游等组合以及打包优惠。

海南离岛免税的“金字招牌”，是在
不断用足用好政策过程中擦亮的。

“未来，海南可引入新的离岛免税经
营主体，放开离岛免税商店数量限制，形
成竞争格局。充分竞争之后，离岛免税商
品会非常丰富，免税商品的价格也会与巴
黎、伦敦、香港等城市并轨。上述城市的
经营场所租金和人工成本高企，这些成本
将转嫁至商品价格上，而海南的租金和人
工成本远低于这些城市。”对《公告》提出
的“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可按
规定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内容，张湧
印象颇深。

与此同时，张湧认为，海南还可利用
飞机航油免税加注、第七航权开放等叠
加政策，降低免税品到海南的物流成本。

“国家大幅调整和放宽离岛免税政
策，有利于发展海南的旅游业等服务业，
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加快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步伐。”黄胜强表示，因
此，在这项政策的实施上必须坚持这一
方向，防止出现离岛免税政策被单纯地
用于优惠购物、对带动海南的旅游和消
费的作用不明显或者引发免税物品输出
性走私，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黄胜强指出，必须加强对免税购物的
监管，即确保离岛免税政策真正地服务于
吸引旅游和度假、确保免税物品实际离
岛、确保免税物品用于购物本人及家庭自
己的消费等，让这一政策健康、有效地实
施。

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海
关将全力做好各项支持和推动工作，细
化职责分工，在关区调配业务骨干充实
离岛免税监管一线，集中审核验放新增
离岛免税品，及时为企业备货销售提供
通关服务保障；做好海关离岛免税监管
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优化更新补充现
有海关视频监控系统，全面梳理海南离
岛免税实际监管流程，针对政策调整预
期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细致查找机场、
车站、码头等海关监管区封闭管理中可
能存在的监管风险点，协调督促相关运
营主体做好各监管场所视频监控，切实
强化离岛免税品监管。

未来海南是否能成长为“购物天堂”，
需要免税政策的加持，也需要时间的沉淀
和考验。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后，
顾客告别“件件算”开始舒心“买买买”

B 政策调整力度大 购物体验更好

C
离岛免税“大餐”
如何吃得更好

适用对象年龄下调到16岁 游客

新增免税商品受消费者青睐。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人气旺。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给顾客打包酒类免税商品。


